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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市短評  

<巴西>巴西政府擬釋股巴西電力公司，帶動巴西股市終場收漲 2%。週二巴

西政府規畫將巴西電力公司之政府持有股份釋出以取得資金，市場正面解

讀，該公司普通股股份單日上漲近 50%，帶動整體市場收漲 2%。考量政府

已宣布提高今明兩年之財政赤字目標，意謂政府為免再度調高赤字，必須提

升財政收入，故私有化國營企業亦為選項，顯見財政問題似乎未見改善，退

休金改革仍是後續影響財政關鍵，但現階段仍持續延宕。 

本行維持先前看法，儘管近期股市反彈，但關鍵退休金改革未有進展，恐需

留意對後續市場信心&指數產生壓抑效果，對巴西股市維持中性觀點。 

<科技>MSCI 十一大產業昨日全數回漲，近期跌多的能源與健護反彈較強，

其中相對強勢的科技族群反彈 1.3%卻最為強勁，費城半導體更是上漲

1.6%。 

顯示最近受到外部風險干擾的下跌並非來自產業基本面，隨著 9 月中

Apple 將發布新產品，目前上游半導體銷售狀況依舊暢旺，雖然科技評價面

相對高於其他產業，表現依舊穩健，或也傳遞出目前市場氛圍仍舊正向，本

行維持年底銷售旺季以及新產品動能仍存，加上財務體質穩健，仍建議逢低

分批布局。 

<Rates 利率>週二美債殖利率在減稅政策傳出利多的環境下走揚，十年期

公債殖利率上行 3.1 點至 2.213%，惟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成交量較通月平均

仍衰退 23.3%，債市投資人在傑克森洞年會前不敢輕舉妄動。美國 Politico

政治媒體訊息顯示，美國參眾議院就稅改達成廣泛的共識，企業稅可能會降

到 22-25%，同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McConnell 與財長均表示將提升債務

上限(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Gary Cohn、財政部長努欽、參議院多數黨領袖

Mitch McConnell、眾議長 Paul Ryan、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 Orrin 

Hatch 和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 Kevin Brady)。(見下頁) 

固定收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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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 券 指 數  

資料來源：美林 ,截至  8/22收盤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

理。*殖利率、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 8/18。  

外 匯 報 價 — 外 幣 兌 外 幣  

外 匯 報 價 — 外 幣 兌 台 幣  

資料來源：Bloomberg, 2017/8/22 

原 物 料  

<DM 貨幣>週一美國眾議院議長 Paul Ryan 表示雖對參議院未能通過醫療

改革法案感到失望，但認為共和黨對稅改議題較有共識，將致力於今年進行

稅改；昨日美國新聞網站 Politico 報導，稱美國總統川普已就如何彌補下調

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後將產生的政府稅收缺口，和國會領導人取得共識，稅

改法案有所進展，推動美股大幅上漲、美元反彈，美國長天期利率上揚也帶

動美元對日圓升值。而在歐元區經濟數據方面，德國 8 月 ZEW 經濟景氣指

數由 7 月的 17.5 下滑至 10，低於市場預期，德國經濟景氣仍在正向軌道

上，但增長趨勢略有放緩，昨日歐元兌美元下滑 0.45%至 1.176。本行維持

美元弱勢反彈看法，但重點關注本週傑克森洞央行年會後帶來的影響。商品

貨幣方面，加拿大核心零售銷售月增率達 0.7%，大幅優於預期的 0.1%，加

幣盤中一度跳升近 70 點，但隨後很快回貶，加幣升至 1.25 附近仍有壓力，

不過加拿大近期經濟數據表現持續優於預期，將對加幣提供一定支撐，短線

預期盤整格局居多。紐西蘭財政部今日下調 GDP 預期，並預期紐西蘭央行

將在 2018 年中才會升息，紐幣盤中下跌 40 點。紐西蘭經濟仍在正向軌道

上，但由於 7 月時升值幅度過快使投機多單部位過高，使目前紐幣修正幅度

較大，紐幣短線走勢在商品貨幣中相對偏弱。 

<人民幣>人民幣昨日中間價調至 6.6597，創去年 9 月以來新高，央行參事

表示人民幣年底或將升至 6.5 ；離岸人民幣方面，USDCNH 也在昨日測試

下降趨勢通道的下緣，表現強勢，加上離岸人民幣近期似乎有「避險貨幣」

的味道，除了波動性相對低而穩定之外，短端遠期點數日內大部分為負值。

在人民幣形勢一片大好的環境下，央行短期內應不會再通過市場進行干預，

也就不太可能收緊流動性，金融去槓桿政策主導下，國內利率難以下降，對

匯率會有一定支撐，預期人民幣短期內可望保持穩定偏強。 

外匯看板  

歐洲方面，義大利公債殖利率則大幅上揚，前總理貝魯斯柯尼提議平行貨

幣推升義大利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升至三周新高，惟此訊息並未提升英德法

債的波動度，整體歐債市場靜待德拉吉的談話。整體而言，債市交投相對清

淡，市場靜待傑克森洞央行年會的談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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